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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市场要闻及评论  

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赛尔和道达尔公司总裁兼首席执

行长 Patrick Pouyann 在达兰签署合作开发协议，将对位于沙特东海岸朱

拜勒的一个巨大的石化工厂项目进行前端工程设计。该石化工厂将包括一

套设计年产 150万吨乙烯的混合进料的裂解装置和相关的高附加值石化

生产装置，裂解装置的进料中包括 50%的乙烷和炼油厂尾气，这将是海湾

地区首个与炼油厂集成的石化工厂项目。该消息利空油价。 

 

  据路透社报道，莫桑比克政府星期一表示，它已经与美国能源公司埃克

森美孚和俄罗斯石油公司（Rosneft）签署了石油勘探协议。该协议可能

导致在莫桑比克的投资高达 7亿美元，因为能源公司预计至少要钻 10口

井，其中 8口在深水中，2口在陆上。该消息利空油价。预计将有 300多

亿美元投资于莫桑比克的天然气部门，以建设每年生产 2000万吨液化天

然气的能力。该消息利空油价。 

 

   沙特能源部长法利赫近期发表讲话称，该国 10月原油产量将增加至

1070万桶/日，11月产量还将进一步升高，目前沙特产量的纪录高位是

2016年 11月触及的 1072万桶/日。四位内部消息人士表示，俄罗斯和沙

特 9月已经私下达成协议，将共同增产来稳定油价。法利赫也指出，沙特

已经成功满足额外的原油需求。该消息利空油价。 

 

 

 

 

 

 

图 1：OPEC石油库存图：  

 

图片来源：海外网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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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全球主要能源期货： 

 

表 1：ICE 洲际交易所主要原油期货当日报价 

期货品种       代码               合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价       涨跌幅度       盘中变化  

 
数据来源：、ice 交易所 、中融汇信研究 

 

表 2：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当日报价 

商品名称 主力合约 结算 今开盘 收盘价 日涨幅 日涨跌 成交量 持仓量 持仓量变化 报价单位  

原油   1812 583.5 595.3 574.2 -3.07% -18.2 421404 39928 -2680 人民币/桶 

数据来源：、上海国际能源交易所 、中融汇信研究 

 

表 3：CME GROUP 芝加哥交易所主要原油期货当日报价 

产品           代码    合约        报价 日涨跌   开盘价        高    低      Globex 成交量  

 
数据来源：、芝加哥交易所 、中融汇信研究 

三、全球原油期货价格走势图   

 

图 1：Brent 原油期货价格走势（美元/桶）           图 2：WTI 原油期货价格走势（美元/桶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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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来源：文华财经、中融汇信研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数据来源：文华财经、中融汇信研究 

图 3：欧佩克参考篮子（ORB）价格走势（美元/桶）：         图 4：上海原油期货 1809 合约价格走势（人民币/桶） 

  
数据来源：OPEC、中融汇信研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数据来源：文华财经、中融汇信研究 

 

四、美原油库存数据： 

 

图 5：美国 API原油库存变动（美元/桶）           图 6：美国 API汽油库存变动（美元/桶） 

  

数据来源：美国石油协会(API)、中融汇信研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数据来源：美国石油协会(API)、中融汇信研究 

   美国石油学会(API)公布的数据显示，截至 10月 5日当周，美国原油库存增加 975万桶至 4.107亿桶，录得 20个

月来最大增幅，分析师预计为增加 264.7万桶。库欣原油库存增加 220万桶。精炼油库存减少 353万桶；数据公布后，

美油短线进一步扩大跌幅；目前，美油报 72.50美元/桶，跌幅 3.28%。美国石油协会(API)公布数据显示，上周美国原

油库存增幅远超预期，汽油和精炼油库存数据也喜忧参半。 

 

图 7：美国 EIA原油库存变动（美元/桶）：                 图 8：美国 EIA汽油库存变动（美元/桶）：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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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来源：美国能源信息署(EIA)、中融汇信研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数据来源：美国能源信息署(EIA)、中融汇信研究 

美国能源信息署(EIA)周三(10 月 10日)发布短期能源展望报告称，上调 2018年美国原油产量预期，但下调 2018

年美国原油需求预期，预计 2018 年油市将供应短缺 20万桶/日，此前预期是短缺 43万桶/日，同时预计 2019年油市

将供应过剩 28万桶/日，此前预期是 8万桶/日。 

 

五、原油行情预测： 

 

上海原油期货 1812主力合约急速暴跌，是因为沙特吸引外资投资原油开采以及加工，同时美国和俄罗斯石油公司

也联手合作增加了开采的油井，最让油价受不了的是沙特 7-8月是口头增产，但实际并没有增大产量，但在 9-10月份

却大幅增加原油产量，同时沙特和俄罗斯带动产油国整体都加大了产能，该消息打击油价从 598.5元/桶跌至 567.3元

/桶，当天跌幅达到 18.2元/桶，今日预计继续震荡下滑，建议空单加仓。 

 

六、影响油价信息提醒    

 

关注美国和各国的贸易摩擦消息； 

关注伊朗和美国的动态问题； 

关注中东地区产油国的信息。 

 

七、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原油期货标准合约   

交易品种 中质含硫原油 

交易单位   1000桶/手 

报价单位 元（人民币）/桶（交易报价为不含税价格 

最小变动价位 0.1 元（人民币）/桶 

每日价格最大波动限制 上一交易日结算价的±4% 

最低交易保证金 合约价值的 5% 

合约交割月份 最近 1-12个月为连续月份以及随后八个季月 

交易时间 夜盘：21:00～次日 2:30 

白盘：每周一至周五 9:00～10:15，10:30～11:30，13:30～15:00 

最后交易日 交割月份前第一月的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

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有权根据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最后交易日。 

交割日期 最后交易日后连续五个交易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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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割品质 中质含硫原油，基准品质为 API度 32.0，硫含量 1.5%， 

具体可交割油种及升贴水由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另行规定。 

  

交割地点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指定交割仓库 

最低交易保证金 合约价值的 5% 

交割方式   实物交割 

交易代码               SC 

上市机构              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 

 

免责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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